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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國家標準 

 National Standards 

1.1 國家標準制定、修訂及廢止公布 

 Promulgation for development, revision and withdrawal of national standards 

經濟部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22 日 

發文字號：經授標字第 11020050280 號 

主  旨：制定 CNS 12643-1「遊戲場設備使用範圍內鋪面材料衝擊衰減性能試驗法－第 1 部：

實驗室試驗法」國家標準等六種、修訂 CNS 1046「鈉鈣玻璃化學分析法」國家標準等

八種及廢止 CNS 2236「壓縮氫氣（工業級）」國家標準等三種。 

依  據：國家標準制定辦法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制定國家標準六種（如目錄）。 

二、修訂國家標準八種（如目錄）。 

三、廢止國家標準三種（如目錄）。 

部 長  王 美 花 

 
制定國家標準目錄 
Contents of developed national standards 
 
標準總號 

CNS 
Number 

類 號 
Category 
Number

標  準  名  稱 
Title of Standard 

12643-1 A1044-1 

遊戲場設備使用範圍內鋪面材料衝擊衰減性能試驗法－第 1 部：實驗室試
驗法 
Method for determining impact attenuation of surfacing materials within 
the use zone of playground equipment − Part 1: Laboratory test 

12643-2 A1044-2 

遊戲場設備使用範圍內鋪面材料衝擊衰減性能試驗法－第 2 部：現場試驗
法 
Method for determining impact attenuation of surfacing materials within 
the use zone of playground equipment − Part 2: Field test 

16151 X6144 支援物聯網人身設備安全之資訊安全能力 
Security capabilities supporting safety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

17225-1 K8033-1 
固態生質燃料－燃料規範與等級－第 1 部：一般要求事項 
Solid biofuels − Fuel specifications and classes − Part 1: General 
requirement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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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總號 
CNS 

Number 

類 號 
Category 
Number

標  準  名  稱 
Title of Standard 

17225-2 K8033-2 
固態生質燃料－燃料規範與等級－第 2 部：分級木質顆粒 
Solid biofuels − Fuel specifications and classes − Part 2: Graded wood 
pellets 

17225-6 K8033-6 
固態生質燃料－燃料規範與等級－第 6 部：分級非木質顆粒 
Solid biofuels − Fuel specifications and classes − Part 6: Graded 
non-wood pellets 

 
 
修訂國家標準目錄 
Contents of revised national standards 
 
標準總號 

CNS 
Number 

類 號 
Category 
Number

標  準  名  稱 
Title of Standard 

1046 R3035 鈉鈣玻璃化學分析法 
Methods for chemical analysis of Soda-Lime-Silicate glasses 

6359 K6578 
液體烴燃料之彈卡計燃燒熱試驗法 
Method of test for heat of combustion of liquid hydrocarbon fuels by 
bomb calorimeter 

12574/A
md.1 S1217 家庭用壓力鍋(補充增修 1) 

Pressure cookers for domestic use (Amendment 1) 

12642/A
md.1 A1043 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(補充增修 1) 

Playground equipment for public use (Amendment 1) 

12788 R3173 
耐火製品之 X 射線螢光(XRF)化學分析法－熔融鑄珠法 
Chemical analysis of refractory products by X-ray fluorescence (XRF) − 
Fused cast-bead method 

13289 K61008 航空燃料凝固點試驗法 
Method of test for freezing point of aviation fuels 

15377 R3210 
精密陶瓷－紫外線光源用於半導體光觸媒材料測試 
Fine ceramics − Ultraviolet light source for testing semiconducting 
photocatalytic materials 

15437 C4510 室內一般照明用天花板 LED 燈具 
LED ceiling luminaires for indoor general lighti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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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止國家標準目錄 
Contents of withdrawn national standards 
 
標準總號 

CNS 
Number 

類 號 
Category 
Number

標  準  名  稱 
Title of Standard 

2236 K1080 壓縮氫氣（工業級） 
Compressed hydrogen (Industrial grade) 

12643 A1044 

遊戲場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(被 CNS 12643-1 及 CNS 12643-2
取代) 
Method of test for impact attenuation of surfacing materials of 
playground (replaced by CNS 12643-1、CNS 12643-2) 

15733-2 X2020-2 
變電所通訊網路及系統－第 2 部：詞彙(被 CNS 61850-2 取代) 
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systems in substations − Part 2: Glossary 
(replaced by CNS 61850-2) 


